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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計畫設計一套系統來
幫助使用者控制滑鼠的殘障人機界面
（man-machine interface）系統，我們一方
面利用頭部轉動來控制滑鼠游標的移動，
另一方面以眨眼訊號來控制滑鼠的按鍵功
能，讓使用者能夠方便的透過這套界面來
操控電腦。這項研究主要是希望能在現今
的視窗環境下使得一些肢體殘障的朋友能
更方便的操作電腦，以達到與外界溝通與
學習的目的。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a
solution to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andicapped people and computers.
The idea was achieved by the eye-blink
sensor and the laser pointer wore on head.
The head motion actually guides the laser
pointer, and, through the receiver on the
panel creating digital signals accessible to
computer. By these signals, the cursor can
be virtually guided by the head mo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eye-blink sensor detects
the blink and sends signal to the panel
mentioned. This signal achieves the
function of ‘clicking’ which performed
originally by fingers. The system of
combination controlled by head motion and
blink signal establishes a well-
manipulating man-machine interface. With
the help of such device, it is possible that
people can find their ways working on the
computer without using their hands, but
instead, moving only their heads and

blinking thei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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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動機：

這項研究主要是希望能在現今的視窗
環境下提供一套能使一些肢體殘障的朋友
更方便操作電腦的方法，以達到與外界溝
通與學習的目的。

目前在取代滑鼠功能的研究上，已有多
套能偵測人體動作並指揮電腦游標的系
統，如利用追蹤眼球的技術，使用者能以
動眼的方式指揮游標的動作。但是利用此
技術，普遍有解析度不高的問題存在，或
者是，需要大量的電腦運算，且須要昂貴
的設備。我們的計劃是期望能夠發展出一
套成本較低，但是控制更為方便的殘障使
用者的界面系統；更進一步地，我們希望
我們的系統能夠吸引一般的電腦使用者來
使用。

三、研究方法：

我們大致上的方向是利用頭部的動作
(上下左右)來控制滑鼠游標的移動，這方
面的作法為利用裝設在頭部的雷射發射
器，照射在四顆不同的接受器上，來分別
控制上、下、左、右的運動。而利用閉眼
的訊號來行使滑鼠按鍵的功能。

四、系統架構：
(1) 硬體部份

主要是利用在眼鏡上架設一套紅外線的



發射與接收模組，以紅外線朝眼球發射出
紅外線。利用眼球及眼皮及對於紅外線反
射率的不同來偵測是否眨眼。

使用者頭戴紅光雷射指向器主動發射
光源，由於雷射指向器功率集中在一點
上，因此接收器的反應相當良好。接收板
上接收器分為四區，如圖 2。A、B、C、
D 四個接收區提供電路訊號控制游標往
上、下、左、右四個方向移動。若 A 接收
區接收到了紅光雷射的訊號，則游標就往
上方移動，同理可得其他三個接收區代表
往下、右、左邊移動的訊號。

        圖 2 接收板示意圖
紅光接收器的訊號，經由比較器和一參

考電壓比較之後，和眨眼訊號一起送入單
晶片 AT89C2051，此時單晶片所收到的是
五個開關的訊號，然後單晶片將收到的訊
號做串列輸出。經過位準轉換晶片
HIN232 處理之後送入電腦，由我們所撰
寫的軟體來處理這些資料。

(2)軟體部份
當本系統啟動時，控制盒就自動開啟

了。控制盒共能執行四種功能：click（滑
鼠左鍵）、double click（左鍵雙擊）、drag
（拖曳）、和 right click（滑鼠右鍵）。此控
制盒是以閉眼訊號的時間長短來作為滑鼠
動作判斷的依據。欲執行滑鼠按鍵功能
時，將游標移到想要行使滑鼠功能的地方

閉上眼睛，此時電腦滑鼠游標會停在原地
不動。停留在第五個接收區上面的秒數若
超過 t1 秒，則執行單擊（click）動作，如
果再長到超過 t2 秒，則執行雙擊（double
click）動作，時間再長就是拖曳（drag），
右擊（right click）動作，以及打開文字輸
入程式。

圖 3 控制盒程式

目前本研究發展的輸入法是利用微軟
視窗系統中的「小鍵盤」，即於桌面上開啟
一鍵盤，外觀相等於實際的鍵盤。

圖 4 MicroSoft Windows95/NT 提供的鍵盤程式

五、結論：

這套系統的確可以為現在使用視窗環
境軟體的殘障人士提供另一個簡便而較有
效率的操作介面，尤其是對無法用肢體操
作滑鼠，或是脊椎受傷癱瘓的人們，頭動
滑鼠的確有很大的幫助。

在整個系統完成後，對於脊髓損傷患者
或其他殘障朋友，可透過本系統達到溝通
與學習的目的，以縮短殘障者使用各種新
進科技的障礙；並透過電腦網路，爭取殘
障同胞之工作機會，改善其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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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為紅外線模組的示意圖,其中紅外線接
收器會依照反射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直流
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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